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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和ＧＢ２４４０８—２００９

《建筑用外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本标准以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为主，整合了ＧＢ２４４０８—２００９的内

容，与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１章，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第１章）；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１２５０”；“ＧＢ／Ｔ３１８６—２００６”改为“ＧＢ／Ｔ３１８６”、

“ＧＢ／Ｔ６６８２”改为“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ＧＢ／Ｔ１７２５—２００７、ＧＢ／Ｔ８１７０—

２００８、ＧＢ１５２５８、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ＧＢ／Ｔ２３９９１—２００９、

ＧＢ／Ｔ２３９９２—２００９、ＧＢ／Ｔ２３９９３—２００９、ＧＢ／Ｔ３０６４７—２０１４、ＧＢ／Ｔ３１４１４—２０１５”（见第２章，

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第２章）；

———增加了“建筑物”“建筑用墙面涂料”“装饰板涂料”“效应颜料”“施工状态”的术语和定义（见

第３章）；

———修改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定义（见第３章，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

第３章）；

———增加了产品分类（见第４章）；

———“水性墙面涂料”改为“内墙涂料”，“水性墙面腻子”改为“腻子”，“游离甲醛”改为“甲醛含量”，

“苯、甲苯、乙苯、二甲苯总和”改为“苯系物总和含量”；修改了 “ＶＯＣ含量”“甲醛含量”“苯系

物总和含量”项目的指标；删除了 “可溶性重金属”中“铅Ｐｂ”项目及指标；增加了 “总铅（Ｐｂ）

含量”“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项目及指标（见表１，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表１）；

———增加了“外墙涂料”及其项目和指标（见表１）；

———增加了“装饰板涂料”及其项目和指标（见５．２）；

———修改了“ＶＯＣ含量”“甲醛含量”“苯系物总和含量”“可溶性重金属含量”项目的试验方法（见

６．２，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５．２）；

———增加了“总铅（Ｐｂ）含量”“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卤代烃总

和含量”项目的试验方法（见６．２）；

———修改了检验结果的判定的内容（见７．２，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６．２）；

———修改了包装标志的内容（见第８章，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第７章）；

———删除了涂装安全及防护（见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的第８章）；

———增加了标准的实施（见第９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１、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８；

———ＧＢ２４４０８—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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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用墙面涂料中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物质容许限量所涉及的产品分类、要求、测试

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在现场涂装、工厂化涂装，对以水泥基及其他非金属材料（木质材料除外）为基材

的建筑物内表面和外表面进行装饰和保护的各类建筑用墙面涂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７２５—２００７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３１８６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６７５０—２００７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９７５０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ＧＢ１５２５８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差值法

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　涂料中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２３９９１—２００９　涂料中可溶性有害元素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２３９９２—２００９　涂料中氯代烃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ＧＢ／Ｔ２３９９３—２００９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３０６４７—２０１４　涂料中有害元素总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３１４１４—２０１５　水性涂料　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建筑物　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用建筑材料构筑的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

［ＧＢ／Ｔ５０５０４—２００９，定义２．１．４］

注：例如，住宅、办公大楼、厂房、仓库、商场、体育馆、展览馆、图书馆、医院、学校、机场、车站、剧院、教堂等。

３．２

建筑用墙面涂料　犪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犪犾狑犪犾犾犮狅犪狋犻狀犵狊

涂覆在以水泥基及其他非金属材料（木质材料除外）为基材的建筑物内表面和外表面的墙面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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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装饰板涂料　犱犲犮狅狉犪狋犻狏犲狆犪狀犲犾犮狅犪狋犻狀犵狊

涂覆在建筑物墙体表面用具有保温、装饰等功能的板状制品（金属材质除外）上的一类涂料。

注：装饰板主要有无石棉硅酸钙板、无石棉纤维水泥板、天然花岗岩薄石材、玻璃、瓷板、陶板等。

３．４

效应颜料　犲犳犳犲犮狋狆犻犵犿犲狀狋

通常为片状颜料，除提供颜色外还能提供一些其他性能，如彩虹色（光在薄层上发生干涉而形成），

随角异色（颜色变换，颜色跳跃、颜色明暗变化）或纹理。

［ＧＢ／Ｔ５２０６—２０１５，定义２．９１］

３．５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

犞犗犆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３．６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狏狅犾犪狋犻犾犲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犮狅狀狋犲狀狋

犞犗犆含量

在规定的条件下测得的涂料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

［ＧＢ／Ｔ５２０６—２０１５，定义２．２７１］

３．７

施工状态　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在施工方式和施工条件满足相应产品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时，产品所有组分混合后，可以进行施工

的状态。

４　产品分类

本标准将建筑用墙面涂料分为：水性墙面涂料、装饰板涂料。其中，水性墙面涂料分为：内墙涂料、

外墙涂料、腻子；外墙涂料又分为含效应颜料类和其他类。装饰板涂料分为：水性装饰板涂料、溶剂型装

饰板涂料；水性装饰板涂料又分为合成树脂乳液类和其他类，溶剂型装饰板涂料又分为含效应颜料类和

其他类。

５　要求

５．１　水性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水性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要求

项目

限量值

内墙涂料ａ
外墙涂料ａ

含效应颜料类 其他类
腻子ｂ

ＶＯＣ含量 ≤ ８０（ｇ／Ｌ） １２０（ｇ／Ｌ） １００（ｇ／Ｌ） １０（ｇ／ｋｇ）

甲醛含量／（ｍｇ／ｋｇ） ≤ ５０

苯系物总和含量／（ｍｇ／ｋｇ） ≤

［限苯、甲苯、二甲苯（含乙苯）］
１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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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项目

限量值

内墙涂料ａ
外墙涂料ａ

含效应颜料类 其他类
腻子ｂ

总铅（Ｐｂ）含量／（ｍｇ／ｋｇ） ≤

（限色漆和腻子）
９０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ｍｇ／ｋｇ）≤

（限色漆和腻子）

镉（Ｃｄ）含量 ７５

铬（Ｃｒ）含量 ６０

汞（Ｈｇ）含量 ６０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ｍｇ／ｋｇ） ≤

｛限辛基酚聚氧乙烯醚［Ｃ８Ｈ１７—Ｃ６Ｈ４—（ＯＣ２Ｈ４）狀ＯＨ，

简称 ＯＰ狀ＥＯ］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Ｃ９Ｈ１９—Ｃ６Ｈ４—

（ＯＣ２Ｈ４）狀ＯＨ，简称ＮＰ狀ＥＯ］，狀＝２～１６｝

１０００ —

　　
ａ 涂料产品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配比。

ｂ 膏状腻子及仅以水稀释的粉状腻子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配比；粉状腻子（除仅以水稀释的粉状腻子外）

除总铅、可溶性重金属项目直接测试粉体外，其余项目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将粉体与水、胶粘

剂等其他液体混合后测试。如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为某一范围时，应按照水用量最小、胶粘剂等其他液体

用量最大的配比混合后测试。

５．２　装饰板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表２　装饰板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的限量值要求

项目

限量值

水性装饰板涂料ａ 溶剂型装饰板涂料ｂ

合成树脂乳液类 其他类 含效应颜料类 其他类

ＶＯＣ含量／（ｇ／Ｌ） ≤ １２０ ２５０ ７６０ ５８０

甲醛含量／（ｍｇ／ｋｇ） ≤ ５０ —

总铅（Ｐｂ）含量／（ｍｇ／ｋｇ） ≤

（限色漆）
９０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ｍｇ／ｋｇ）≤

（限色漆）

镉（Ｃｄ）含量 ７５

铬（Ｃｒ）含量 ６０

汞（Ｈｇ）含量 ６０

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ｍｇ／ｋｇ） ≤

（限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乙二

醇乙醚醋酸酯、乙二醇二甲醚、乙二醇二乙醚、二乙二醇

二甲醚、三乙二醇二甲醚）

３００

卤代烃总和含量／％ ≤

（限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１，１二氯乙烷、１，２

二氯乙烷、１，１，１三氯乙烷、１，１，２三氯乙烷、１，２二氯

丙烷、１，２，３三氯丙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 ０．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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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项目

限量值

水性装饰板涂料ａ 溶剂型装饰板涂料ｂ

合成树脂乳液类 其他类 含效应颜料类 其他类

苯含量／％ ≤ — ０．３

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 ≤ — ２０

　　
ａ 水性装饰板涂料产品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配比。

ｂ 溶剂型装饰板涂料所有项目按产品明示的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混合后测定。如多组分的某组分使用量为

某一范围时，应按照产品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规定的最大比例混合后进行测定。

６　测试方法

６．１　取样

按ＧＢ／Ｔ３１８６的规定取样，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６．２　试验方法

６．２．１　犞犗犆含量

６．２．１．１　密度

按ＧＢ／Ｔ６７５０—２００７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２３±０．５）℃。

６．２．１．２　水性墙面涂料和水性装饰板涂料中犞犗犆含量

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色谱柱采用中等极性色谱柱（６％氰丙苯基／９４％聚二甲基硅

氧烷毛细管柱），标记物为己二酸二乙酯。称取试样约１ｇ；校准化合物包括但不限于甲醇、乙醇、正丙

醇、异丙醇、正丁醇、异丁醇、三乙胺、二甲基乙醇胺、２氨基２甲基１丙醇、乙二醇、１，２丙二醇、二乙二

醇、２，２，４三甲基１，３戊二醇等。水分含量的测定，按附录Ａ的规定进行。腻子样品不做水分含量和

密度的测试。

涂料中ＶＯＣ含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中１０．４进行，检出限为２ｇ／Ｌ；腻子中ＶＯＣ含量

的计算，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中１０．２进行，并换算成克每千克（ｇ／ｋｇ）表示，检出限为１ｇ／ｋｇ。

６．２．１．３　溶剂型装饰板涂料中犞犗犆含量

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不挥发物含量按ＧＢ／Ｔ１７２５—２００７的规定进行，称取试样约

１ｇ，烘烤条件为（１０５±２）℃／１ｈ。不测水分，水分含量设为零。

ＶＯＣ含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５—２００９中８．３进行。

６．２．２　甲醛含量

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３—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

６．２．３　苯系物总和含量、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总和含量

水性墙面涂料中苯系物含量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中Ｂ法的规定进行；水性墙面涂料中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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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物含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中９．４．３进行。

溶剂型装饰板涂料中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含量的测定，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中 Ａ法

的规定进行；溶剂型装饰板涂料中苯含量、甲苯与二甲苯（含乙苯）含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０—２００９

中８．４．３进行。

６．２．４　总铅（犘犫）含量

按ＧＢ／Ｔ３０６４７—２０１４的规定进行。

６．２．５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

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１—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

６．２．６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

按ＧＢ／Ｔ３１４１４—２０１５的规定进行。

６．２．７　乙二醇醚及醚酯总和含量

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乙二醇醚及醚酯含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２３９８６—２００９中１０．２

进行，并换算成毫克每千克（ｍｇ／ｋｇ）表示。

６．２．８　卤代烃总和含量

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２—２００９的规定进行。卤代烃含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２３９９２—２００９中８．５．２进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型式检验

７．１．１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所列的全部要求。

７．１．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随时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产品异地生产时；

———生产配方、工艺及原材料有较大改变时；

———停产三个月后又恢复生产时。

７．２　检验结果的判定

７．２．１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７．２．２　粉状腻子（除仅以水稀释的粉状腻子外）、装饰板涂料报出检验结果时，应同时注明产品的施工

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７．２．３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的要求时，产品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８　包装标志

８．１　产品包装标志除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５０的规定外，按本标准检验合格的产品可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８．２　产品中生物杀伤剂应按ＧＢ１５２５８的规定进行危害性标识。

８．３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施工状态下的施工配比。

８．４　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应标明符合本标准的分类和产品类型。

８．５　对于聚氨酯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应在包装标志上或产品说明书中标明适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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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标准的实施

９．１　溶剂型建筑用墙面涂料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不得在现场涂装中使用。

９．２　涂装现场对施工状态下的涂料产品抽查时，对于聚氨酯类、环氧类等多组分固化的涂料品种抽样

检验，应在产品适用期内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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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水分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犃．１　试剂和材料

犃．１．１　蒸馏水：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中三级水的要求。

犃．１．２　稀释溶剂：用于稀释试样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有机溶剂，不含有任何干扰测试的物质。纯度至

少为９９％（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二甲基甲酰胺等。

犃．１．３　内标物：试样中不存在的并经分子筛干燥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其他成分完全

分离。纯度至少为９９％（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例如，异丙醇等。

犃．１．４　分子筛：孔径为０．２ｎｍ～０．３ｎｍ，粒径为１．７ｍｍ～５．０ｍｍ。分子筛应再生后使用。

犃．１．５　载气：氢气或氦气，纯度≥９９．９９５％。

犃．２　仪器设备

犃．２．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热导检测器及程序升温控制器。

犃．２．２　色谱柱：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

注：其他满足检验要求的色谱柱也可使用。

犃．２．３　进样器：微量注射器，１０μＬ。

犃．２．４　配样瓶：约１０ｍＬ的玻璃瓶，具有可密封的瓶盖。

犃．２．５　天平：实际分度值犱＝０．１ｍｇ。

犃．３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犃．３．１　色谱柱：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多孔聚合物的毛细管柱，２５ｍ×０．５３ｍｍ×１０μｍ。

犃．３．２　进样口温度：２５０℃。

犃．３．３　检测器温度：３００℃。

犃．３．４　分流比：５∶１。

犃．３．５　柱温：程序升温，１００℃保持２ｍｉｎ，然后以２０℃／ｍｉｎ升至１３０℃并保持３ｍｉｎ；再以３０℃／ｍｉｎ升

至２００℃保持５ｍｉｎ。

犃．３．６　载气：氢气，流速６．５ｍＬ／ｍｉｎ。

注：也可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性能、色谱柱类型及待测试样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犃．４　测试步骤

犃．４．１　测试水的相对响应因子犚

在同一配样瓶（Ａ．２．４）中称取约０．２ｇ的蒸馏水（Ａ．１．１）和约０．２ｇ的内标物（Ａ．１．３），精确至０．１ｍｇ，记

录水的质量犿ｗ 和内标物的质量犿ｉ，再加入５ｍＬ稀释溶剂（Ａ．１．２），密封配样瓶（Ａ．２．４）并摇匀。用微

量注射器（Ａ．２．３）吸取配样瓶（Ａ．２．４）中的１μＬ混合液注入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按公式（Ａ．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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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相对响应因子犚：

犚＝
犿ｉ×犃ｗ

犿ｗ×犃ｉ
…………………………（Ａ．１）

　　式中：

犚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犿ｉ———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ｗ———水的峰面积；

犿ｗ———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内标物的峰面积。

若内标物和稀释溶剂不是无水试剂，则以同样量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混合液），但不加水作为空白

样，记录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犃０。按公式（Ａ．２）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犚：

犚＝
犿ｉ×（犃ｗ－犃０）

犿ｗ×犃ｉ
…………………………（Ａ．２）

　　式中：

犚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犿ｉ———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ｗ———水的峰面积；

犃０———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犿ｗ———水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内标物的峰面积。

平行测试两次，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５％。

犃．４．２　样品分析

称取搅拌均匀后的试样约０．６ｇ以及与水含量近似相等的内标物（Ａ．１．３）于配样瓶（Ａ．２．４）中，精确

至０．１ｍｇ，记录试样的质量犿ｓ和内标物的质量犿ｉ，再加入５ｍＬ稀释溶剂（Ａ．１．２）（稀释溶剂体积可根

据样品状态调整），密封配样瓶（Ａ．２．４）并摇匀。同时准备一个不加试样的内标物和稀释溶剂混合液做

为空白样。用力摇动或超声装有试样的配样瓶（Ａ．２．４）１５ｍｉｎ，放置５ｍｉｎ，使其沉淀［为使试样尽快沉

淀，可在装有试样的配样瓶（Ａ．２．４）内加入几粒小玻璃珠，然后用力摇动；也可使用低速离心机使其沉

淀］。用微量注射器（Ａ．２．３）吸取配样瓶（Ａ．２．４）中的１μＬ上层清液，注入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

犃．４．３　计算

按公式（Ａ．３）计算试样中的水分含量狑ｗ：

狑ｗ＝
犿ｉ×（犃ｗ－犃０）

犿ｓ×犃ｉ×犚
×１００ …………………………（Ａ．３）

　　式中：

狑ｗ ———试样中的水分含量，以质量分数计；

犿ｉ ———内标物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ｗ ———试样中水的峰面积；

犃０ ———空白样中水的峰面积；

犿ｓ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ｉ ———内标物的峰面积；

犚 ———水的相对响应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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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测试两次，取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犃．５　精密度

犃．５．１　重复性：水分含量大于或等于１５％，同一操作者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１．６％。

犃．５．２　再现性：水分含量大于或等于１５％，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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